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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班（2022 赤峰站） 

一轮通知 

 
                    基地： 

为了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建设，交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经

验，提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教师的教学水平，宣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口腔专

业指导教师培训大纲，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主办、赤峰学

院附属医院、赤峰学院口腔医学院承办的“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班（2022

赤峰站）”定于 2022年 8月 25日至 27 日在内蒙古赤峰市举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

下： 

 

一、举办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2 年 8月 25日至 27日 

地点：赤峰学院新城附属医院五楼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王府大街 42号 

 

二、参加会议代表： 

全国口腔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科室）主任、教学副主任、教学秘

书、指导教师或基地所在医院的院级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三、会议议程： 

2022年 8月 25日上午：大会 

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口腔专业 14个标准修订情况介绍 

2. 牙体牙髓疾病的诊断思维模式的培养 

3. 口腔住院医师规培的无牙颌印模与模型教学指导要点 

4. 如何培养住院医师的口腔全科诊疗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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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月 25日下午：大会 

1. 以切实提高橡皮障隔湿技术应用率为导向的教学要点 

2. 口腔住院医师规培的无牙颌颌位关系记录教学指导要点 

3. 结合临床病例培养住培生的临床思维和循证意识 

4. 口腔住培基地的检查给我们的启示 

 

2022 年 8月 25日晚上：部分教师体验 1 

显微镜下前牙冠修复牙体预备 

 

2022年 8月 26日上午：大会 

口腔住院医师全科病案讲评 

 

2022 年 8月 26日上午下午：大会 

病例为基础的口腔住院医师椅/床旁培训教案讲评 

 

2022 年 8月 26日上午晚上：部分教师体验 2 

显微镜下前牙冠修复牙体预备 

 

2022 年 8月 27日上午：大会 

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经验交流 

口腔住院医师技能演练 

内容包括： 

    1. 放大镜下前牙金属烤瓷全冠预备 

    2. 后磨牙开髓   

    3. 车针辨认 

 

2022 年 8月 27日上午下午：大会 

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及学习问题答疑 

病例讲评、操作演练和教案讲评结果公布，颁发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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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求和安排： 

（一）对规培教师学员的要求 

1. 每位规培教师学员须提交下列文件（作业）之一： 

（1） 一份以（指导规培生完成的）病例为基础的口腔住院医师椅/床旁培训教

案（幻灯，要求见附件4，初选入围者将参加现场展示和讲评） 

（2）一篇住培教学经验总结（Word版文字<1000字左右，参考见附件3），组委

会将选取部分代表进行教学经验交流发言（入选者须再做5分钟幻灯进行发言）。 

2. 2022年 8月 15 日之前报名并成功缴费的教师学员可报名参加显微镜下前牙牙

体预备的操作体验，早报早得，额满 40 名为止。 

3. 每位规培教师学员可推荐1-2名规培生参加本次会议举办的规培生项目（请填

写与规培教师学员不同的规培生回执表）。 

（二）对规培生的要求 

1. 规培生须报名注册（填写规培生回执），方可参加本次会议； 

2. 每位参会的规培生须提交下列文件（参加操作比赛的入场券）之一 

（1）一份自己完成的口腔全科病例参加口腔住院医师全科病案展评（幻灯）（请

见附件 5  口腔住院医师全科病例报告标准）； 

（2）临床医患交流的技巧或体会 

（三）文件提交 

以上所有文件请于2022年8月15日前提交到这个投稿网址：

https://www.wjx.top/jq/38360694.aspx 

（四）本次培训全勤并提交全部作业的中级以上职称学员方可获得结业证书。 

五、报名手续：  

请填会议回执，登录网址https://www.wjx.top/jq/38360694.aspx上传回执表（建议首选

方式），或将Word版回执发到会议邮箱guipeihuiyi@163.com。 

住院医师指导教师报满 100名截止；规培生报满 50名截止。 

六、注册、交通、食宿、报到： 

会议注册费收取标准如下；（注册缴费方式见附件 2） 

缴费时间 人员分类  费用（元） 

2022 年 8 月 15 日 

之前报名并缴费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教师学员 

1300 

非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1500 

规培生 1 

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期间缴费 

教师学员 2000 

规培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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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食宿费用自理。酒店可参考大会推荐酒店（见附件 1），也可自选，尽早

自行办理。 

报到时间与地点:  

2022 年 8月 24日下午：住培教师学员及规培生报到，地点见二轮通知 

2022 年 8月 26日下午规培生演练前培训约一小时，详见二轮通知。 

 

七、继续教育学分： 

参加本次会议，按要求提交文件，并完成全过程培训并提交全部作业者，可获得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I类学分6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侯敏（中华口腔医学会），手机：15110182608； 

崔丽娟（赤峰），手机：18647669581 

会议邮箱：guipeihuiyi@163.com 

 

 

中华口腔医学会        中国医师协会 

口腔医疗事业部        口腔医师分会 

202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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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推荐酒店 

 

序号 酒店名称 地址 备注 标准间、标准单人房价格 联系人 

1 
全季酒店 

（会议协议酒店） 

赤峰市松山区大明街

27-6号财富大厦 A座 

距离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约 1.2 千米 

320元/间 

6-8月为赤峰旅游旺季，请务必提早

预订，预订时请说明是参加口腔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班！ 

0476-8801111 

2 
新城宾馆 

（会议协议酒店） 

赤峰市松山区大明街

32 号 

距离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约 1.5 千米 

180元/间 

6-8月为赤峰旅游旺季，请务必提早

预订，预订时请说明是参加口腔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班！ 

0476-5870777 

3 

赤峰北方时代设计酒

店 

（会议协议酒店） 

赤峰市松山区宝山路

36号海贝尔正门南 200

米 

距离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约 1.7 千米 

280元/间 

6-8月为赤峰旅游旺季，请务必提早

预订，预订时请说明是参加口腔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班！ 

0476-577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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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注册及缴费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按序填写信息完成注册费缴纳（报名成功以完成缴费为准）。

如需用公务卡缴费，请先绑定微信缴费。一旦缴费成功，不予退费。 

 

会议开具“培训费”发票，请准确提供报名邮箱、发票抬头、税号等信息，发票

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附件 3  口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经验总结参考议题： 

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总结； 

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采用的教学方法 

4. 如何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质量评价？  

5. 如何发挥学科优势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6. 本单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特色是什么？ 

7. 不同口腔专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差异是什么？ 

8. 如何评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效果？ 

9.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在毕业后教育中的地位 

10. 医院领导应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支持是什么？ 

11. 如何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条件建设？ 

1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13. 医院相关职能部门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14. 如何选择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病例？ 

15. 如何加强住院医师的组织管理和自我管理？ 

16. 如何加强住院医师的临床逻辑思维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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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何进行住院医师的规范化技能培训？ 

18.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应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 

19. 综合病例培训对住院医师培训是必要的吗？ 

20. 住院医师培训的操作指导要点有哪些？ 

21. 如何进行出科考核的设计和实际运作？ 

2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理论考核的要素是什么？ 

2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命题的原则是什么？ 

24. 如何指导住院医师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 

25. 如何加强指导教师的教学意识？ 

26. 如何进行教学查房？ 

27. 住培师资进修应主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28. 住培师资培训班的课程设计 

29.团队学习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作用 

30. 其他相关内容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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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病例为基础的口腔住院医师椅/床旁培训教案讲评要求 
内容 评价项目 

病例

选择 

病种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规定范围内 

病例典型，有助于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病例由规培生完成诊治，汇报人是指导教师 

病案

采集 

展示收集全面病史，检查无遗漏，规范书写病历的教学要点，评估本案教学效果 

展示选择临床、辅助检查手段的教学要点，评估本案的教学效果 

展示进行诊断、鉴别诊断正确的教学要点，评估本案的教学效果 

本病例的资料展现规范、有条理、逻辑性好、重点突出。 

治疗

过程 

制定治疗计划、方案的选择的教学要点，评估本案的教学效果 

正确完成治疗步骤，规范操作的教学关键点是什么？如何放手不放眼？ 

如何开展疗效评价教学的？ 

展示本病例跨专业诊治的教学要点 

文献

学习 

利用文献提高临床认识，帮助教学的时机、做法及效果评估 

教学文献分析解决本病例实际问题的教学要点及效果评估 

注：请根据一个具体临床病例阐述教学要点。 

 

附件 5  口腔住院医师全科病例报告标准 
内容 评价项目 分值 

病案

采集 

30 分 

病史收集全面，必要的检查无遗漏。 10 

诊断正确、全面。 10 

描述规范、病例资料有条理、逻辑性好、重点突出。 10 

治疗

过程 

30 分 

治疗计划合理、全面，讲述清楚。 10 

治疗步骤合理、操作规范，疗效评价。 10 

治疗跨三个专业以上，有一定的难度。 10 

文献

讨论 

20 分 

能够找出病例中的重点问题并进行讨论。 10 

相关的文献讨论切题，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10 

展示

技巧 

20 分 

幻灯制作设计合理，字体和图片布局合理，整体效果美观。 4 

报告流利，声音宏亮，讲解清楚，可脱稿叙述。 5 

回答问题思路清晰，语言简明。 5 

控制报告时间为 7 分钟，提前结束或超时<1 分钟。 3 

回答评委提问切题、表述清楚 3 

合计  
100 

 


